
NMD发售当天，官方在线商
城即遭疯抢导致瘫痪，线下各家
Adidas的门店均有超过千人排
队等候。购买NMD需要凭借身
份证登记，每人限购一双，而且
仅支持到店购买。一面是买不
到鞋的消费者捶胸顿足，另一面
则是Adidas Original不间断地
推出官方展示挑拨消费者心弦。

“90后”Ama手里拖着睡袋
和一个印有 Adidas LOGO 的纸
袋子，从南京西路“凯旋而归”。
进了家门，第一件事就把手里所
有的东西扔在地上，穿上了新买
到的NMD球鞋自拍，发到朋友圈
等待大家的朝拜。

“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饥饿
营销啦。”也在第一时间买到这
双鞋的Mark是一个运动鞋发烧
友，几乎收藏了所有 Adidas、
Nike的限量版。但他表示，自己
从不会为任何一双鞋排队。“我
是通过日本代购买到的，市场价
1099元，我花了1900元，这就是
不排队的代价。”收到鞋子的当
天，刚好是Mark的生日，他也避
免不了地在朋友圈里秀了一下
新鞋。

这些买到的人就像第一批
模特，用自己在社交网站的照
片，掀起一个巨大的消费潮流。
不过，Mark 透露自己家经济条
件还可以，所以能收藏很多自己

喜欢的潮品。但他奉劝90后、
00后们不要盲目陷入跟风的泥
潭。“其实过几个月回头一看，你
可能会后悔自己买了这些没用
的、自己也根本没那么喜欢的东
西。”

排队，几乎成了如今时装品
牌最热门的一种营销手段。

记得优衣库+爱马仕设计
师Lemaire合作款发售当天，淮
海路旗舰店的落地玻璃都差点
被客人挤破了。而H&M+设计师
Alexander Wang 联合推出合作
款，也在当时引发了排队者的肢
体冲突。

潮流这回事，向来都是各人
有各人的理解。但是大家都争
着去买的原因在于“担心错过”
的消费心态。说白了就是跟风，
当大家都在谈论某件事情的时
候，你也想参与一把。

虽然这些所谓的限量版有
的甚至无法在生活中穿出门，但
彻夜排队的人群就是这些品牌
最爱的消费团体——“随波逐
流”者们。90、95后消费群体更
关注品牌的传播效应，他们看到
一个消息就会紧跟其后，一旦错
过，心理就会产生懊悔情绪。

“买”在此时不是为了使用或者
需要，而单纯只是“买”的过程而
已。拥有大家羡慕和追捧的物
质，就是这群人排队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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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如何让法治理念
更深入人心？如何让每个人都
能平等便捷地获取法律服务？

针对当下律师服务行业痛
点，百度近日正式成立“律师直
达号”平台，欲通过整合流量、
数据及技术等优势，以“互联
网＋”的方式为传统律师行业
转型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律
师的收入核心是案源，而网络
推广渠道已经成为其获取案源
的最重要方式，占收入比达60%
之多，远远超过亲友介绍、法律

顾问等来源。
“律师直达号拥有的强大

移动端入口优势，无疑已经成
为获取更多案源的最有力途
径。”百度副总裁、移动服务事
业群组副总经理陆复斌表示，
直达号如同一座“为用户与律
师之间搭建的桥梁”，为双方提
供了透明、直接的信息渠道，让
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律
师服务。

据了解，传统律师服务行
业中，除了用户找律师难这一
痛点，广大律所或律师长期以
来也面临团队“摆摊式”售卖、
渠道单一昂贵、被迫接受免费

咨询，以及品牌缺乏信誉等4大
困局。

通过整合百度旗下众多优
势资源，以入口流量、数据分
析、服务运营等全方位支持，将
不断增长的互联网搜索用户
的法律服务需求，通过专业
团队人工筛选、智能分发，高
效连接用户的法律需求与律
师服务，将律师行业与互联
网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方便
普通人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力，
并推动法治人性化和法治理
念的普及。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
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

表示：“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
也为传统法律服务提供了创新
思路。律师直达号的推出，拓
宽了老百姓解决法律诉求的方
式，亦促进律师行业进入‘互联
网+’模式，将推动这个行业的
创新发展。”

与此同时，依托百度移动
生态下的入口矩阵优势、大数
据技术分析能力以及平台服务
能力，“百度律师直达号”将致
力于汇聚中国优秀律师，一方
面为律师带来实实在在的收
益，另一方面，也让每个普通人
更加平等便捷地获取法律服
务，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百度直达号建“律师平台”双向推动法治人性化

NMD，全民抢鞋硬是抢出话题
躲 过 了 Adidas

ultra boost，躲 过 了
Yeezy，却没躲过这双
NMD。没有明星代言，
没有话题炒作，这双鞋
一夜之间爆红。NMD
现象，有点像现在的娱
乐产业，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来的新鲜面孔，一
下子就掀起极高的话题
和关注度。

青年报 沈旖旎

李宁沪上首开
高科技体验店

本报讯 沈旖旎 李宁的回
归，让“李宁”重新找到了感觉，
自2011年来，李宁公司在2015
年首次实现了扭亏为盈。

近期，首家主打消费者互动
体验的李宁品牌体验店也落户
上海。该店专门开辟了一个“李
宁壹季iRun跑步俱乐部”，提供
专业的跑姿测试、体成分分析，
并根据消费者的脚型、步态、运
动习惯、跑步历史记录等信息帮
助消费者选择适合的鞋款。每
周有专业教练提供核心体能训
练、综合力量训练、平衡敏捷等
训练，还会定期约跑。

不同于耐克和阿迪达斯这
两年主打跑步运动服饰和鞋类，
李宁对于运动项目是多维度展
开的，篮球主导，跑步、羽毛球、
足球辅助的几大运动项目，各开
辟专区陈列专业的商品。

CCPF慈善晚宴
申城“融爱”

本报讯 王霞 近日，由美国
中国儿童医疗基金会（CCPF）主
办的“2016 CCPF 慈善晚宴”沪
上“融爱”，多名中美儿童医疗专
家、商界精英等悉数出席，积极
竞拍，用行动向孤儿患者传递温
暖，支持儿童医疗慈善事业。据
悉，CCPF成立于1998年，每年派
遣美国顶级医疗团队作为志愿
者到中国，为患有先天性疾病的
孤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和术后
恢复，迄今已治愈逾千名中国孤
儿。此次义卖所筹善款也将全
部用于为中国孤儿患者提供手
术。CCPF创始人、现任高盛集团
副主席 Gena Palumbo 表示，非
常欣慰CCPF的努力获得了众多
肯定，也得到了像外联出国顾问
集团、幸福益站、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等爱心机构的积极协助，希
望有更多爱心人士和机构加入
CCPF大家庭，一起将温暖带给这
些曾经被遗忘的小天使们。

2016中食展
来沪进行预热

本报讯 王霞 近日，第17
届SIAL China中食展组委会来
沪预热，并为展商、观众、媒体以
及合作伙伴带来展前官方预
览。据悉，2016中食展将于5月
份在沪举行，预计展示面积将达
126000平方米，展商约2900家，
专业观众可达 66000 人左右。
现场，波兰将作为贵宾国带来鸡
肉、苹果、黑加仑等55家食品和
饮料，而甘肃省将一展其在葡萄
酒、特色水产品等多个食品领域
上的优势。5大主题馆将按照
展品类别划分，令同行业展商形
成集聚效应的同时，还能吸引更
多更专业的观众，也使买家能快
速找到目标展品。

■资讯

NMD成功博得了众人的眼
球，它的这一营销策略非常成
功，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是不是应该更理智的消费。

理性的解构一下NMD的科
技含量——具有减震效果的
boost鞋底，在去年一轮boost
系列跑鞋当中已经用过，Ul-
tra Boost 也算是这家公司去
年的爆款之一。而 Primeknit
编织鞋面技术，也不是首次使
用。可见，NMD 系列运动鞋在
研发技术上的投入并不高。

而Adidas使用“爆款”策略
显然已经愈发娴熟，2015 年
Adidas的营销投入已占到销售
总收入的14%，而2012年的时
候只有12%左右。

“饥饿营销”的短期效果明
显，但它并不会永远奏效，因为
其无法给整个品牌带来颠覆性
的转变。除了这几个“爆款”单
品，Adidas其他产品至少在设
计上并无非常出色的表现，同
时它的基调似乎也并不如Nike
那么迎合年轻人喜好。

不少媒体预测，Nike 在
2016 年会重新推出几款慢跑
鞋，包括《阿甘正传》里的那双白
色的Nike Cortez。与Adidas不
同的是，Nike更倾向于通过推广
跑步、健身等活动来做整体品牌
传播，并持续致力于设计科技先

进及具有前瞻性的产品。
上个月，Nike发布了一款

能自动系鞋带的运动鞋，希望
凭借这一技术在竞争日趋激烈
的运动鞋市场抢占先机。这款
名为 HyperAdapt Trainer 1.0
的运动鞋在脚后跟部位集成了
传感器，能调节运动鞋以适应
用户的脚掌大小。两颗侧方按
钮则帮助用户控制鞋带松紧。

Nike发言人表示，Hyper-
Adapt运动鞋的设计采用中性
风，一次充电需要3小时，而每
次充电可使用约2周。此外，
Nike还推出了一款新应用，提
供运动和购物功能。

年初的跑步季上，李宁也
推出了云三代跑鞋。云科技是
李宁运动鞋的重要科技之一，
除了跑步鞋外，这款科技也早
运用在篮球鞋上，核心技术减
震回弹性能表现收获不少好
评。更早发布的烈骏和赤兔跑
鞋，是李宁携手华米科技打造
智能跑鞋的开端。

“李宁的优势是知名度很
高，如今李宁开始回归专业化，
发展策略聚焦本土市场。”服装
行业独立评论员马岗认为，李
宁公司与小米生态链企业华米
科技合作推出智能跑鞋，赞助
CBA联赛等一系列举措，将对提
振业绩有所帮助。

“饥饿营销”引疯抢 跑鞋走进“芯”时代


